
4 月 14 日，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亳州市谯
城区牛集中心中学利用课后延时服务时间，组织开展
形式多样的读书主题活动，引领学生亲近书本、热爱
读书、涵养情操。

本报通讯员 武清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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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畅游，线上分享

■ 本报记者 晋文婧

春暖花开日，读书正当时。 4 月 16 日，全
省公共图书馆联盟“4·23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
动之一，由全省公共图书馆联盟、省妇联家庭
和儿童工作部、 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联合举办的“四季少儿阅读”2022 年春季阅读
活动，正式在线上启动。

活动围绕“读亲切的书，做静心的人”主
题，通过专家荐书、“阅读手记”“小小故事王”
投稿，组织阅读营、班级读书会、著名儿童文
学作家讲座，“四季少儿阅读” 专架上新等方
式，推动全省少儿阅读走向深入。 据介绍，“四
季少儿阅读” 活动自 2020 年暑期开展以来，

全省各地公共图书馆组织了多项公益阅读活
动,一年多来共计举办阅读推广活动 1152 场，
参与活动的少年儿童近 4 万人次。 线上与线
下相结合的精彩活动搭建起了少儿读者与书
本之间的桥梁，丰富了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助
推“双减”政策落地增效，受到家长和孩子们
的欢迎。

这项公益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著名儿童
文学作家伍美珍说：“我们倡导少年儿童回归
纸质阅读，是出于提高他们的阅读质量之需，
有利于他们安静学习、思考问题、锤炼思想，
养成伴着书香做学问的良好习惯。 ”

书中畅游，线上分享。 因疫情防控工作需
要， 今年全省公共图书馆联盟举办的阅读推

广活动多为线上呈现。
“四季少儿阅读”2022 年春季阅读活动、

《听， 故事开始了》———看故事答题活动、“聚
云端 品书香” 线上 21 天阅读打卡活动、“奇
遇太空探‘阅’之旅”———双语绘本阅读打卡、
“春拂经典”读书月阅读闯关挑战赛、“书知道
答案” 经典好书 PK 赛、“一起读书向未来”阅
读养成记等活动， 倡导少年儿童和成年读者
共同进行纸本阅读，并分享阅读体验、讨论阅
读心得，体现阅读的价值。

“读书日里的春天———音频征集秀”“方
言乡音诵读活动”， 让阅读者成为朗读者、传
播者。 这类阅读推广新形式，突破时空限制、
张扬阅读个性、凸显情感寄托，成为近年来颇

受大众喜爱的文化分享方式。 今年，安徽省公
共图书馆将联合湖北省图书馆等沿江城市图
书馆开展长江读书节第三届讲书人大赛，活
动将持续至 9 月份。 普通人讲述的“读后感”，
有生动的奇思妙想，有温暖的家乡故事，更有
浓厚的家国情怀。

“读书与行路”线上视频讲座、“读书人的
品性·仁人爱物”线上视频讲座、线上直播读
书分享会、安图老年读者微课堂、馆员妈妈讲
故事等，邀请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利用各类新
媒体平台和图书馆网络平台，提供分众内容，
为不同群体传授知识、答疑解惑。

据了解，在“4·23 世界读书日”和“五一”
期间，全省 131 家公共图书馆联动，30 余场系
列活动，在线上开展，读者足不出户便可享受
这份阅读大礼包。 省图书馆馆长林旭东介绍，
省图书馆将充分发挥图书馆作为阅读推广、
社会教育、文化传播主力军作用，与全省各级
公共图书馆一起， 持续加强优质阅读产品和
服务供给， 以丰富的渠道和方式推进阅读更
深入融入大众生活。

城市书房

打造“15分钟阅读圈”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晋文婧

日前，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新闻出版局
印发《安徽省 2022 年“15 分钟阅读圈建设”实施方案》，
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一标准、分级负责，公益普
惠、覆盖全省”的原则，“十四五”期间，通过逐年新建、改
扩建一批城市阅读空间，推进 “15 分钟阅读圈 ”建设 。
2022年度，全省将建成 600 个城市阅读空间。

前不久，2022 年度安徽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揭晓，
10 家博物馆、10 家公共图书馆、10 家文化馆、10 个城市
阅读空间、10 个乡镇文化站入选。 其中 10 个城市阅读
空间分别为合肥市瑶海图书城、 合肥市庐阳区杏花书
院、阜南县体育公园阅读空间、寿县“悦读寿春”无人值
守书屋、滁州市梧桐书苑、六安市中央公园阅享空间、和
县明天广场城市书房、芜湖书房·赤铸书院、铜陵市滨江
阅读点、黄山市占川书局。

合肥市瑶海图书城是合肥城东面积最大、体量最丰
富的阅读空间，也曾入选 2021年长三角及全国部分城市
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进入该图书城，“每一个阅读人都拥
有魔法”“知识就是力量”的标识非常抢眼，暖色的灯光、
轻轻的音乐，使这里成为当地居民阅读的好去处。图书城
一楼儿童图书区域，儿童图书可借可买也可以免费阅读。
这里区别传统图书分类而进行特色分区，例如精品推荐、
店员推荐、国学专区等，特色分区全面覆盖图书城。 运营
方面，该图书城以丰富的文化活动为亮点，兼具图书馆的
公益借阅功能与书店销售功能。在此基础上，图书城增加
了多业态经营，对内容进行扩充与优化。

坐落于古建筑里的阅读空间， 体现了地域文化特
色。黄山市图书馆徽文化主题分馆（占川书局）被称为一
处“跨界文化空间”，徽州古建筑是徽文化的载体，而此
处空间， 是在 300 年古建中呈现的复合型创意文化空
间，涵盖图书馆、书店、展览、文创、咖啡馆和民宿等功
能，是徽州古建“活起来”的一个优秀案例。寿县“悦读寿
春”无人值守书屋同样坐落于古建筑群内。 它是一个自
助阅读空间，按读者特点细分阅读区，精准匹配读者阅
读服务需求的设施设备，所有区域无人值守。

阅读空间与城市公园结合起来，则为居民就近提供
阅读服务。阜南县体育公园阅读空间，地处当地体育公园
内，可谓一站式满足附近居民的文体需求。六安市中央公
园阅享空间坐落于公园内，它将文创、休闲、交流等多元
化读者需求与文献资源服务无缝对接， 形成一处独具特
色的文化服务综合体。在合肥市杏花公园内，坐落着庐阳
区首个建在公园里的城市阅读空间杏花书院， 对居民免
费开放，上万册书籍供百姓借阅。书院通过划分出多功能
区域，标配阅读、活动、展示、休闲 4 种功能，为少儿和老
年读者提供多样化服务， 同时兼具双创空间、 市民小剧
场、四点半学校、便民服务点等特色功能。

铜陵市滨江阅读点的前身， 是当地江边的废弃码
头，设计师化腐朽为神奇，设计成伸到江面的“悬浮盒
子”形状，加上“藏经阁”式样的书架，让它立刻成为长江
边一道亮丽风景。 这里底层休闲、中层阅览、顶层观江，
曾被评为“中国 25 个最美书屋”之一，成为了网红打卡
点。 现在，有颜值、更有内涵的书房越来越多。 在芜湖书
房·赤铸书院临窗而坐， 抬头就能将窗外葱茏的绿意尽
收眼底……这座“藏”在雕塑公园里的赤铸书院刚一亮
相，就因为高颜值在朋友圈里刷屏。 强调建筑设计的城
市书房带给了读者新奇的感受和体验，但最终依然会回
归阅读和文化的核心价值。

温馨舒适的环境，丰富多样的书籍，借阅流程的便
捷等特色，是城市书房受到市民欢迎的主要原因。 据了
解，城市阅读空间需基本具备“五有”：有一定规模的阅
读场地 （建筑面积不低于 100 平方米， 其中出版物、阅
读、活动占地 50 平方米以上）、有一定数量的出版物（包
括图书、报刊、音像电子、数字出版物，其中图书不低于
5000 册以上）、有一定质量的阅读活动（年度常态化阅
读活动不少于 12 场次）、有一定效益的阅读服务（读者
满意度在 90%以上）、有一定流量的读者（平均每天到场
读者 50 人以上）。 目前,各地城市阅读空间由市、县（区）
各级政府负责实施，采取新建、改扩建等多种方式进行，
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阅读空间建设运营。如果说公
共图书馆是支撑全民阅读的主体，分布于不同角落的城
市书房则是神经末梢，打通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最
后一公里”。

位于阜南县体育公园的城市阅读空间。 杜平 摄 读者在合肥市瑶海图书城读书。 本报通讯员 熊璟怡 摄

读书吧，，
增添生活的温柔坚韧

你爱读什么书？世界读书
日将至，各类图书借阅数据和
图书销售榜单纷纷发布。随着
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更加

完善， 各类阅读设施日臻成
熟，更多安徽居民养成阅读兴
趣和习惯，从经典文本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从专业书籍中增
长本领和才能，从广泛阅读中
拓宽视野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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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晋文婧

经典蕴情怀

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上的安徽省图书馆，
2021 年全年接待读者 1761057 人次， 外借图
书 1074037 册次。 《平凡的世界》等畅销数十
年的作品， 常年位居成人读者最爱借阅图书
排行榜前列。 而《没头脑和不高兴》《窗边的小
豆豆》《皮皮鲁系列》等影响两代人的图书，则
最受少儿读者喜爱。

“经典读物所蕴含的文学、历史、艺术价
值，往往是其他畅销书无法超越的。 ”据合肥
市图书馆相关负责同志介绍，2021 年，合肥市
图书馆持证读者的图书借阅量突破 200 万册
次， 较去年上涨 42.8%， 持证读者达 37 万人
次，馆藏总量突破 224 万册，全年开展阅读推
广活动 814 场， 相当于每天都有 2 场以上的
精彩活动。 30—40 岁年龄段的读者借阅量最
高， 借阅量排前三的读者全年分别借阅 495
册次、411 册次、334 册次。 排名第一的这位读
者相当于每天都要看一本以上的图书。 读者
借阅最多的图书种类为文学、艺术、科学类。
老牌期刊、少儿图书、名家文学等是最受读者
喜爱的图书类型。 《读者》《平凡的世界》《格列
佛游记》《故事会》 等图书或期刊位居借阅量
前列。

在合肥新华书店共享图书借阅平台上，

记者看到，排名靠前的图书，题材十分丰富。
《文城》《莎士比亚戏剧选》《云边有个小卖部》
《三体》《边城》《古文观止》《海底两万里》《白
夜行》《鲁宾逊漂流记 》《红星照耀中国 》《红
岩》《中国传统节日》等图书，含有不少经典书
目，几乎涵盖了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科学等
各个范畴。

在这些书目中， 红色经典读本是重要的
组成部分。 很多书籍多年来反复再版，甚至成
为一个家庭的“传家宝”，精神文化力量激励
几代人。

宣城读者胡越家中有两本书， 一本是出
版于 20 年前的《西行漫记》，一本是换了名字
的现行新版本《红星照耀中国》。 一部经典著
作，往往为家人所共同阅读和珍视。 2021 年，
合肥新华书店销售量最高前几名当中有 《红
岩》《红星照耀中国》等著作。 2021 年，来安县
图书馆借阅量位居前列的图书有《百团大战》
《地雷站》《平原游击队》《烽火少年》等。 《写给
青少年的党史》《长征》《闪闪的红星》等图书，
成为家庭共读的红色书目之选。 “流淌在作品
血脉中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 令人心潮澎
湃。 ”胡越说，去年是建党 100 周年，一起阅读
红色经典书籍， 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智慧
和力量，开启荡涤心灵的精神之旅，是很多普
通读者的自觉选择。

书中有良策

来安县雷官镇桥湾村的农家书屋和农技
课堂颇有人气， 村民们都喜欢来这儿了解政
策法规、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淡淡书香日日滋
养这座村庄的精气神。

去年 6 月， 滁州市选派干部凌宇坤来到
来安县雷官镇桥湾村任党总支部第一书记，
开始了为期 3 年的驻村工作。 其间，他积极推
进“数字乡村”平台建设，创建微信小程序和
“乔婉美”抖音号，积极改善村居环境。 他说，
这些成绩，与他平时爱读书的习惯不无关系。
凌宇坤不大的宿舍里陈列着一个书柜， 整齐
地摆放着近百本各类书籍。 他每天抽出一定
的时间埋头读书“充电”，提高干事创业能力，
助力村子找发展良策。 今年春季，该村养殖大
户毛圣鹏养殖小龙虾遇到困难， 就是凌宇坤

通过网络平台和图书馆翻寻大量养殖书籍，
帮助他解了难题。

后来，凌宇坤把这个爱好“发扬光大”。 他
利用村委会闲置的房间，开了一个农技课堂，
购置了近 10 个门类 100 余本涉农类书籍，根
据时节组织村种养大户前来专题阅读。 不定
期邀请市、县农业专家线上开授种养技能课。
去年 9 月至今，开课 12 次，次次受到欢迎。 现
在这个溢满书香的房间几乎每晚都灯火通
明，不少村民在一起读书交流、自得其乐。

乡村小书屋成为庄稼人获取知识、 技术
的“道场”，一片城市里阅读空间，成就了一个
个普通人的职业理想、生活梦想。

杨辛是六安市一个小学四年级男孩的妈
妈，最大的爱好是阅读。 这些年来，她系统地
学习了阿德勒心理学和《正面管教》之后，总
结了一套颇为有效的亲子教育方法， 成为了
一名专业的讲师。 亲和温暖的她，很乐于和身
边的人分享育儿经验，深受当地家长的喜欢。
六安市图书馆尝试与她共同策划开设了 《教
子有方》亲子教育课堂专栏，每周分享所获所
得、与有育儿烦恼的家长互动交流，同时定期
举办栏目粉丝线下沙龙，好评不断。 杨辛说，
能在图书馆这样的平台与更多人分享阅读的
收获，是一种快乐，也能督促自己不断进步。

开卷思未来

近日， 中国科大图书馆 2021 年资源使
用报告新鲜出炉。校园流通及二线书库馆藏
纸质书刊 220 多万册 ，2021 年全年纸本借
阅量 170971 册次。 同时，引进和共享 190 个
中外文数据库（平台），提供 300 万种中外文
电子图书、10 万种中外文电子期刊、1319 万
份国内外硕博士学位论文 、41 万小时的音
视频，以及大量的文摘索引、事实数据、会议
论文 、专利文献 、科技报告等 。 纸质图书方
面， 该馆 2021 年度借阅册次排行最高的为
303 册 ， 读者到馆次数最多的为 1495 次 ，
2021 年位列科技类图书借阅册次榜首的是
《电磁学千题解·第 2 版》， 最受欢迎的社科
类图书是《三体》。

自从 2018 年“三体”以 3.46 万的热搜次
数荣登图书馆网站 OPAC 关键词搜索排行榜

榜首以来， 这本科幻作品屡屡出现在各类图
书榜单之中， 科幻题材小说受到越来越多读
者追捧。 科大学子们还爱读其他相对小众的
科幻作品如《球状闪电·第 3 版》，这本书位列
该馆 2021 年度社科类图书借阅比 TOP15。 科
幻作家童恩正曾主张， 科学文艺作品的创作
目的不是介绍具体科学知识， 而是推介一种
科学的人生观。 显然，科大学子在学习专业科
学知识的同时， 也愿意在科幻读本中享受关
于未来的瑰丽想象。

未来，就藏于书页中，有一双求知的慧眼
就能够窥见，对于边远地区青少年们来说，同
样如此。

近年来， 潜山县图书馆联合天柱山世界
地质公园、 潜山市科协， 与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安徽大学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潜山本
地及周边地区近万名孩子带来科普知识。 图
书馆成立了科普阅读推广志愿团队， 还组织
专业人员编写《潜山动物群》、天柱山文化等
科普册子，发放近万本，给青少年学生和社区
居民阅读，推广潜山古生物化石、自然文化等
相关知识。

去年 12 月 3 日，六安市图书馆首家“映
山红书屋” 在金寨县天堂寨镇渔潭村渔潭小
学“留守儿童之家”挂牌运营，500 册优质的少
儿图书送进书屋，包括少儿文学、科普百科、
人物传记、历史读物、绘本故事等。 渔潭村小
学从学前班到四年级，有 4 位老师和 20 多位
学生，老师课余组织孩子们到书屋集中阅读，
周末以及寒暑假孩子们可以将书借回家。 《骑
士城堡》《农场》《建筑工地》等色彩鲜艳、形式
多样的绘本， 很多山里孩子是第一次见到。
“再次送书过去，感觉孩子们眼睛里闪耀着光
芒。 ”六安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朱颖说，通过
“城乡结对子”方式定点阅读帮扶，希望培养
孩子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 为孩子们打开
眺望未来的一扇窗。


